《財務社會工作與貧窮研究學刊》徵稿簡則
Financial Social Work and Poverty Studies
「貧窮」是一種生活樣態的呈現，背後是由多元、複雜的議題交織而成。狹義而言，可
以取決於個人的價值觀、態度、認知與能力，與所處環境、接觸的群體對象有關；廣義則和
社會變遷、技術演進、政經議題、國家發展甚至與全球化脈動息息相關。正因其複雜、多變，
卻又個別化的特質，在處理的歷程上，必須融合更多的跨域知識，才能有效因應其各種困境
的不同挑戰。
財務社會工作(financial social work)提供跨域整合的企圖，結合「財務知能(financial
literacy)」與「社會工作」兩項專業，以財務數字為溝通基礎，以進行需求評估、資源盤點、
處遇規劃，使助人者與個案間的溝通能提高辨識度，提升資源與服務使用效益。目前，國內
外已有許多提供經濟弱勢對象服務的社福組織，運用財務社會工作的概念發展出彈性與創意
的服務方法。財務社工中心希望能以「學刊」的形式，兼具學術理論的嚴謹並保留實務上豐
富的操作經驗，提供致力於貧窮議題的產、官、學、研夥伴，一個分享、交流、學習的平台，
裨益於共同提升脫貧工作效益與促進專業人力培植發展。

一、徵稿議題與徵稿期程：
第二期：「資產累積」，於 107 年 9 月出刊，
徵稿期程：為即日起至 107 年 6 月 30 日止；

二、徵稿類型：
來稿分學術論著、實務性論文、回應論文、書評四類，必須是未曾刊載於其他刊物者為
限；前二者以學術與實務合作者為優先：
（一）學術論著：具原創性之實證研究或理論性論述論文；字數以 20,000 為限；
（二）實務性論文：以實務方案的規劃、執行、評估為主軸；字數以 15,000 為限；
（三）回應論文：針對前兩類論文提出批判性意見，以激發進一步學術討論為目的；字
數以 10,000 為限；
（四）書評：介紹與評論國內、外最新財務社會工作與貧窮研究相關專書；字數以 5,000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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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來稿格式：(請參考附件一~三)
（一）投稿資料表：投稿者基本資訊，請使用附件一格式，獨立不須裝訂。
（二）首頁：含論文中英文名、作者中英文名、字數，請使用附件二格式。
（三）稿件裝訂順序：首頁、中文摘要（500 字以內）與關鍵字（6 個以內）、英文摘要
（500 字以內）與關鍵字（6 個以內）、正文、附錄、參考書目。
（四）參考書目：請將中文文獻置於英文文獻之前。
（五）內文格式請依照附件三。
（六）來稿請提供完整稿件 WORD 與 PDF 電子檔（e-mail 寄送可）及繕打清楚之列印
稿件一式二份，圖表請繪製清晰，並說明位置。

四、審稿原則：(請參考附件四)
（一）初審由編輯助理針對格式體例進行確認，不符規定者將先行予以退稿。
（二）來稿由編輯委員會推薦 2 位外部審查委員進行匿名審查。評審就研究主旨與架構、
研究方法（包括研究設計、資料蒐集、分析方法…）
、文獻探討與文字運用、學術
或實務貢獻等陳述意見，並於下述處理原則勾選其中一項：
1. 同意刊登：建議刊登原稿，並將審查意見寄予投稿人參考。
2. 修改後刊登：建議函知投稿人逐項答覆，後由編輯委員會複審。
3. 修改後再審：建議函知投稿人逐項答覆，後送回原審查委員複審。
4. 第三位評審：建議送第三位評審人審查後決議。
5. 不予刊登：建議函知投稿人不予刊登，並將審查意見寄予投稿人參考。
（三）外部審查後，仍須經編輯委員會覆核稿件審核建議後，決議刊登與否並正式通知
投稿人。決議刊登稿件將由編輯助理進行校對程序。

五、版權與稿酬：
（一）來稿內容不得違反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之法令，違反者由作者自行負責。
（二）稿件確認刊登後，中心致贈投稿人當期學刊 2 冊、稿件定稿電子檔、抽印本 5 份、
審查證明作為稿酬；於出版完成後提供，不另致稿酬。
（三）稿件經審查並確認刊登後，版權屬本刊；作者對刊出之論文保有著作權，但需填
寫著作授權同意書(附件五)，提供中心委員會、學刊編輯委員會或中心同意合作
單位無償、非專屬性授權，將論文重製與上載網路，供讀者非營利性檢索、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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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與列印。如需另行發表或出版，應先商得本學刊之同意。
（四）為加速知識傳遞與資訊取得方便性，落實中心知識資源共享宗旨；確認刊登文章
除印製書冊外，亦以電子文方式公開於中心官網，供讀者非營利性檢索、閱覽、
下載與列印。非營利組織、教育單位、公部門等相關單位得經中心委員會確認後，
以連結分享方式轉載。

◎投稿寄件與聯繫資訊：
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二段 47 號 1 樓
收件者：
《財務社會工作與貧窮研究學刊》編輯委員會
電話：02-2362-6046
E-mail：fswfjc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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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收稿：

年

月

日

（編輯助理填寫）

《財務社會工作與貧窮研究學刊》投稿資料表
論
文
題
目

中 文
Chinese
英 文
English
□學術論著

論文類別
字數/頁數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姓

名

□回應論文
□中文

投稿語言

/

作者資料

□實務性論文

單位名稱

職

□書評
□English

稱

通訊作者
是

否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姓名：
工作單位：

通訊作者資料

職稱：
聯繫電話：
e-mail：
地址：□□□-□□

本著作未一稿多投或侵害他人之著作權，且無違反學術倫理。如有不實或不法，本人
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投稿人親筆簽名：
（如有兩位以上作者，請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兩人代表作者群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作者資料欄位如有不足，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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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財務社會工作與貧窮研究學刊》來稿首頁格式與範例

【學術論著】

自立少年就業服務的現況與可能之研究
The Study of the Employment Intervention Services for the
Young Care Leaver

（論文字數：19963）

張素菁（Su-Ching Chang）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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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財務社會工作與貧窮研究學刊》來稿撰寫體例
一、論文格式：稿格式請以正楷橫式為主，並敬請：
1. 依據本學刊論文性質自行將論文分類，並填寫投稿資料表；
2. 來稿以全中、英文呈現皆可；惟仍請撰寫中文及英文摘要，與中文及英文關鍵字。
二、撰稿規格
1. 請提供WORD格式之電子檔案、以及列印出來之論文書面稿一式二份。電子檔案請統整
為一份WORD檔案，請勿分開為多個檔案。
2. 中文字體以「標楷體」、英文字體以「Times New Roman」呈現。標題、內文字級
與編號需具有層級順序與邏輯性。
3. 年代請統一使用西元年，如1970年代、2014年。
4. 圖表請依序編號與命名（如「圖1 研究架構圖」「、
表 2 受訪者基本資料」…）並依
循「表上圖下」原則放置。
5. 內文說明時應清楚參照圖表，如「請參考表 1」，以利後續排版校稿。
6. 若有特殊注意事項，請於稿件最後註明。
三、首頁
1. 首頁格式與內容請使用附件二。
2. 文章題目：若有副標題，正副標題間以「：」符號區隔。如：
發展性社會工作：以資產脫貧策略為例
Professionalism v.s. Managerialism : The Review of British Social Work History
3. 作者英文姓名可依個人慣用決定大小寫、拼音方式與英文別名，但請以 first name,
middle name, last name 順序，儘量避免縮寫，以免造成混淆。如：
Yu-Chia Chen(陳宇嘉)、Su-Ching Chang (張素菁)。
四、中文摘要與中文關鍵字
1. 請依中文摘要、中文關鍵字為序。
2. 中文摘要：限500字以內，避免於摘要內再引述其他作者與著作。
3. 中文關鍵字：提供中文關鍵字最多 6 個，如：
關鍵字：貧窮、財務社會工作、財務知能、資產累積福利理論
五、英文摘要與英文關鍵字
1. 請依英文摘要、英文關鍵字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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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文摘要：限500字以內，避免於摘要內再引述其他作者與著作。
3. 英文關鍵字：提供英文關鍵字最多 6 個，如：
Keywords : poverty, financial social work, financial literacy, assets-based welfare
theory
六、本文（內之引用）
除解釋性的註釋可以註腳方式置於下方外，若一般說明出處者，請於內文夾註。在弧號內
註出作者姓名、發表年代，必要時可加註頁數（圖表之引用建議加註頁數）。詳述如下：
1. 當作者姓名在正文中出現，以下列為之。如：
何振宇(2008)，Leung, T. T. F. (2008)。
2. 作者姓名未於正文出現時，以下列為之。如 ：
(熊 蕙 筠 ， 2008： 58-65)、 (Wilding, 1994:50-55)。
3. 作者有三位時，三位均列出。如：
李德純、陳宇嘉、歐陽彥晶（2006），（陳正益、吳書昀、黃源協，2012：266-270）。
4. 作者在四位（含）以上時，英文加“et al.”，中文加「等」於第一位作者名後。
如：
侯 建 州 等 （ 2014） ， （ 施 睿 誼 等 ， 2012） ， Globerman et al. (2003) ，
（ Exworthy et al., 2003 ） 。
5. 作者以機構名時，請全名為之。如：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財務社會工作教育推廣中心（2016）、（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2014）。
6. 同一作者 同 年 著 作 兩 樣 以 上 時 ， 於 年 代 後 加 a，b，c，......。如：
2013a，2013b，2013c。
7. 轉引他人文章者，註明「引自」字樣。如：
（Abbott & Meerabeau, 1998；引自黃源協，2008：504），Alford（1997）認為…（引
自 Tsui & Cheung, 2004: 437）。
8. 註釋需說明或引申內文的涵義時，可用註腳方式置於頁底，在文內於所註釋之
詞右上角用阿拉伯數字表示註解次序。如：
對於高齡服務的社會工作者

30

而言。

七、參考書目
請列於論文本文之後，書目先列中文部份，以作者姓名筆畫為序，再列英文部份，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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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姓名字母為序；同一作者有數份參考書目時以出版年代為序。中文書目請用新細明體
字體，所有符號請用中文模式全形；英文書目請用 Times New Roman 字體，所有符號
請改用英文模式半形。詳細說明如下：
1. 書本：作者（年代）。書名。地點：出版商。如：
秦燕（2009）。醫務社會工作（第二版）。臺北：巨流出版社。
黃源協、陳伶珠、童伊迪（2004）。個案管理與照顧管理。臺北：雙葉書廊。
陳明珍（2012）。老人社會工作。臺中：華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Cowles, L. A. F. (2003). Social work in the health field: A care perspective (2nd ed.).
Binghamton, NY: Haworth Social Work Practice Press.
Harris, J. (2003). The social work business. London: Routledge.
2. 譯著：譯者（年代）（譯）。中文書名。地點：出版商。 如：
徐宗國（譯）（1997）。質性研究概論。臺北：巨流文化。
趙碧華、朱美珍、鍾道詮（譯）（2013）。社會工作研究方法（第二版）。臺北：
心理出版社。
3. 書中文：作者（年代）。文章名稱。於主編（編），書名（頁碼起訖）。地點：出
版商。如：
周玲玲（2004）。社服部門。於潘憶文等（編），醫院組織功能與管理（471-484
頁）。臺北：偉華書局。
Harrison, S. (1999). Clinical autonomy and health policy: Past and futures. In M.
Exworthy & S. Halford (Eds.), Professionals and the new managerialism in the
public sector. (pp. 18-36).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4. 學位論文：作者（年代）。論文名稱。學校地點：校系名與學位別。如：
盧佳香（2000）。紅斑性狼瘡患者社會心理需求之研究。臺中：東海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碩士論文。
侯建州（2012）。管理主義下的醫務社會工作專業之研究。南投：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論文。
5. 期刊論文：作者（年代）。文章名稱。期刊名稱，卷別（期別），頁碼起訖。如：
張淑慧（2011）。社工師公會發展歷程。社區發展季刊，133，51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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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建州、黃源協（2012）。專業主義 v.s. 管理主義：英國社會工作歷史的檢視。
臺灣社會工作學刊，10，1-46。
Snow, A., Warner, J., & Zilberfein, F. (2008). The increase of treatment options at the
end of life: Impact on the social work role in an inpatient hospital setting. Social
Work in Health Care, 47(4), 376-391.
Globerman, J. et al. (2003). Thriving in program management environments : The case
of social work in hospitals. Social Work in Health Care, 38(1), 1-18.
6. 研討會論文：作者（年代）。文章名稱。「研討會名稱」論文集（頁起訖）。地點：
主辦單位。如：
溫信學、侯建州（2014）
。從核心能力探討社會工作專業在病友團體運作實務。
「第
四屆「醫學與社會」理論暨實務研討會」論文集（261-291 頁）。臺中：中山
醫學大學。
7. 政府出版品或機構文件：政府部門名稱（年代）。出版品名稱。出版地點：出版單
位。如：
內政部統計處（2011）。100 年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臺北：內政部。
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2011）。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第 14 屆第 3 次
會員大會會議資料。臺北：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
8. 委託研究報告：作者（年代）。研究報告名稱。地點：出版單位。如：
黃源協（2010）
。
「推動長期照顧服務機制」效益評估。臺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委託研究。
9. 網路資料：單位名稱或作者名（年代）。文章名稱。檢索日期：年-月-日。網址。
如：
內政部社會司（2009）
。專科社會工作師分科及甄審辦法。檢索日期：2009-09-20。
http://www.moi.gov.tw/news_detail.aspx?type_code=01&sn=2719。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2014）
。103 年繼續教育積分作業規定。檢
索日期：2014-05-01。
http://www.nusw.org.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123。
SSA. (2008). Understanding the benefits. Retrieved 2008-09-04. from
http://www.socialsecurity.gov/pubs/100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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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財務社會工作與貧窮研究》學刊編輯流程(106.6.7 修正後通過)
確認二期主題(每年 3/31 前)
徵稿簡則公告(春季刊為前年 6/20、秋季刊為當年 4/20)

收稿(至少 75 天)

編輯助理初審
外審委員邀請

主題與
格式不符

(14 天完成)

退回稿件
並說明

主題與格式符合規定
匿名外部一審(30 天內完成)

不同意評審
編輯會議複核(30 天內完成)

不予刊登者通知投稿人
退回稿件並說明

需修改稿件
投稿人 14 天內
回覆

「修改後再審」者
需由原外部委員複審
「修改後刊登」者
由編輯委員會確認

同意評審

進行
第三人評審
(30 天內)

通知投稿人(3 天內)
1.直接刊登 2.修改後刊登
2.修改後再審 4.不予刊登

主編、輪流執行主編確認本期刊登稿件(7 天內)

排版設計、校稿 3 次(30 天)
備註：上述日期以「工作天」為計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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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製(14 天)
出版(春季刊 1 月、秋季刊 9 月)
提供稿酬與審查證明
中心官網公告、單位交換

附件五：

《財務社會工作與貧窮研究學刊》著作權授權書
茲同意將本人發表於《財務社會工作與貧窮研究學刊》之下述論文(以下稱「授權論文」)，
無償授權《財務社會工作與貧窮研究學刊》編輯委員會與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財務社會工
作教育推廣中心，或該中心同意合作之單位，進行紙本暨電子期刊之編輯、重製、翻譯、公
開傳輸、收錄於資料庫等，提供使用者閱覽、下載與列印等，並授權該中心以紙本暨電子出
版品方式發行，以利學術研究之促進。

本人保證授權論文為本人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授權同意書之前開授權，並保證上列論
文並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若授權論文中全部或部分由多數作者共同撰寫，被授權之各單位將於各該論文之作者全
數簽署授權同意書後，始依本授權同意書利用該論文。本授權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作者簽
署後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授權論文名稱：

授權人簽名：

E-mail：

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正本請繳回學刊編輯委員會，副本由授權者自行複印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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